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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岁男生相亲时屡次被嫌弃
只因他的职业是……

相亲时，你的职业有被对方嫌
弃过吗？或多或少总是有的。公
务员、事业编、国企等单位的单身
男女相对吃香，再细分职业，教师、
医生、警察之类的在一些男女眼中
也是自带光环。但前两天有位男
生的吐槽，也是让记者有点同情和
无奈。
小刚（化名），1995 年出生的男
生，宁波人，身高 175cm，家里也准
备了合适的婚房，按道理说在宁波
的相亲市场，条件不算差。但小刚
说，总共相亲了三次，次次都被对
方或者对方的父母嫌弃职业。
小刚是教师，从某师范大学学
前教育专业毕业后，自然而然成为
了一名幼教。
“选择这份职业，还是蛮适合
自己的，我有音乐特长，而且也比
较喜欢小孩子。”小刚说，第一次相
亲 ，完 全 没 想 到 自 己 的 职 业 被 嫌
弃。
“女生的妈妈一听我的情况，就
和介绍人说不用见面了，觉得我肯
定是没什么阳刚之气，应该还有点
偏女性化，
不够像男子汉！”
小刚说，对方的偏见，让他觉
得确实也没有见面的必要，毕竟想
法不同沟通太难。
“第二次，也是在某平台认识
了一个女生，这次倒是女生表明，
从事幼教的男生，整天就是哄哄小
孩子，太幼稚不够成熟。
”
“第三次，更无语更夸张，对方
的父母说，幼师不如小学老师高中
老师有前途，我也懒得去解释，也
就没下文了。”
那么在相亲时，父母对儿女相
亲对象的职业有哪些看法呢？记
者也随机问了一些家长。

人，
只要有正当职业就好了。
徐阿姨（家有 29 岁女儿）
父母们想着是为孩子好，相亲
时当然会列一些标准，以前我也是
这样的，
最好是公务员，
男孩子不能
是单亲家庭的，身高不能太高或者
太矮，
不能胖……后来也想通了，
想
要找优秀的对象，自己的孩子也要
优秀，
不然人家也看不上你啊！
严叔叔（家有 26 岁儿子）
我们家不是嫌弃，是建议。比
如不太喜欢护士啊这些，工作时间
比较难调，难照顾家庭，既然是一
辈子的配偶，
总要找合心意的。
王阿姨（家有 34 岁女儿）
职业嘛，总归是要有人做的，
男护士、男幼师……谁规定有些职
业只能女孩子或者男孩子做的
哦！就像我们家女儿是博士，就是
以前很多人觉得女博士难弄什么
的，
都是误区。
大家有碰到过类似的事情
吗？可以留言说说。
最后，还是给大家推荐下宁波
晚报旗下甬上 APP 推出的自助交
友发帖板块#父母帮相#。无论是
给儿女征婚，还是自己发帖，都有
机会找到心仪的对象哦！
应征者通过看帖、回帖或者直
接添加帖中留下的联系方式，即可
通过甬上 APP 自带的私信功能自
助交友。赶快进入甬上 APP-宁波
相亲-#父母帮相#板块吧。
记者 吕瑞婷
咨询详情
扫码添加甬恋客服

陈阿姨（家有 25 岁女儿）
我不介意女儿相亲对象的职
业，毕竟每份职业都能体现价值，
当然我们喜欢公务员啊事业编啊，
无非觉得稳定一点，从收入、上班
时间来说，当然如果是女儿喜欢的

向榜样致敬！

他将见义勇为做成了日常……
近日，在第三届慈溪市道德模
范颁奖仪式上，来自碧桂园慈溪月
桂府的物管队长王升亮荣获“第三
届慈溪市道德模范”称号。披上红
缎带的王升亮在接过荣誉证书时激
动万分，这也是他加入碧桂园的两
年以来所获得的第三次荣誉表彰。
慈溪市道德模范评选活动由
慈溪市委宣传部、慈溪市文明办、
慈溪市总工会、慈溪团市委、慈溪
市妇联主办，每两年一次，是慈溪
市级最高道德荣誉。经过基层推
荐、群众投票、媒体公示、审核评定
等评选程序，最终 10 人上榜，其中
王升亮被评选为
“见义勇为模范”
。
1974 年出生的王升亮长得高
高瘦瘦，干净利落的寸头显得正气
十足，
笑起来既亲切又沉稳。
加入碧桂园后的这两年里，通
过一次次见义勇为的事迹和暖心
真心的服务，亮哥的名字渐渐被他
工作的几个园区的住户熟悉。
2019 年 6 月 20 日，大雨，慈溪
天誉华府小区的一位业主向物业
打来电话，称看到有一男一女在小
区 外 的 江 边 吵 架 并 且 看 似 要“ 跳
河”。王升亮立即喊上了一位同事
前往现场。王升亮跑到河边时，不
会游泳的他来不及想太多，径直跳
入水中，和同事一起合力把两人拉
到了岸边。
2020 年 1 月 26 日清晨，慈溪
月桂府一位业主的母亲骑电瓶车
送孙子上学，在小区门外被一辆汽
车 撞 倒 ，王 升 亮 第 一 时 间 赶 到 现
场，脱下自己的外套垫在受伤孩子
身下，护住受伤的祖孙二人，并拨
打 120 电话求助。
“看到业主身上发生一些突发
危险，我经常来不及想太多就冲上

王升亮
去了，就当作是自己家人一样去搭
把手帮忙。”王升亮说，
“ 公司平时
也要求我们勇于对小区周边的突
发事件提供义务的帮助和救援。
”
王升亮的真诚和正气行动得
到了业主们的认可，也带动了身边
的同事提高服务标准。
月桂府的物管办公室有一个
会议室，四面墙上挂了 16 面红色的
致谢锦旗，这是他们物管团队这一
两年来真诚服务所收到的积极反
馈。16 面锦旗是一种鼓励，也是一
种寄托。
“对人好，对社会好”，这是碧
桂园浙东人一贯坚持的精神。细
数下来，在碧桂园浙东区域，这样
的服务案例还有很多——疫情封
闭期间给业主们送快递拿外卖的
物管队员、拾金不昧的保洁员、经
常帮装修业主定时开关窗的管家
等等。
记者 曾梅 文/摄

《宁波晚报》养生汇“野生”
灵芝孢子粉预订
10 月 15 日前，
买 500 克赠价值千元灵芝孢子油
《宁波晚报》养生汇爆款——
“野生”
灵芝孢子粉预
订活动还剩最后半月，
需要的新老客户请尽快预订。活
动结束后，
500克装鲜活
“野生”
灵芝孢子粉价格将上涨。
这两年，灵芝是健康行业风口，中国营养保健食
品协会将它列入营养补充剂目录。
如何找到一款优质灵芝产品？2019 年经“中华
灵芝之乡”龙泉农业部门推荐，
《宁波晚报》养生汇前
往当地灵芝产业标杆企业——渊健药业考察，大家来
到基地时，
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
现在的灵芝基本都是大棚栽培，而眼前却是一片
郁郁葱葱的山地林区，好些树比腰围还粗。林子里有
野果和小动物，
还有几只锦鸡。
时值 6 月初，灵芝刚抽芽，顶上没有任何遮挡，在
山林中自由生长，沐浴着阳光和微风，汲取着山泉和
晨露。工作人员介绍，灵芝喜欢富氧环境，要尽量让

它们在自然空气中成长，
等到喷粉再搭棚收集。
渊健公司老板是技术人员出身，曾给日本人种过
木耳，耳濡目染中，日本人的敬业精神对他影响很大。
灵芝孢子粉一般都是保健品批号，他却选择做中药饮
片。前者是食品，后者是药品，检测项目更多，要求更
严格。尤其是过氧化物，
很多中药饮片厂都束手无策，
公司通过跟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和浙江中医药大学等
科研院所合作，又到处延揽专家，经过无数次的测试，
终于成为行业内为数不多拥有此项技术的企业。
渊健也因此成为浙江省两家上市医药公司——
华东医药和英特药业灵芝孢子粉的委托生产商。九
十月份新采收的灵芝孢子粉更新鲜，活性物质更多，
营养价值也更高，
《宁波晚报》养生汇特推出鲜活“野
生”灵芝孢子粉预订活动，10 月 15 日前预订 500 克赠
价值千元灵芝孢子油 2 瓶，
预订价 2500 元。

延伸

15 年山参，可低至 198 元/支

八九月，是人参采挖季节。新鲜人参浆汁饱满，更好地保留了人参的原有活性成分。
《宁波晚报》
养生汇按照野山参品质认定行业标准，
精选长白山 15 年及以上新鲜山参，
现推出山参预售活动：
15 年山参：
268 元/支，两支起低至 198 元/支；18 年山参：368 元/支，两支起低至 298 元/支。

预订电话：
87228361

地址：
海曙区永寿街 6 号

